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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矿物加工工程是利用矿物间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,通过物理、化学等手段实现有用矿物和脉石
矿物分离的学科。早在20世纪90年代,就有学者提出应用型本科教育这一概念,旨在促进高校本科教育的
科学转型,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与社会需求和实际应用衔接。文章就矿物加工工程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
进行了简单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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